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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RLHX00515 湖北省 湖北省 小学组 刘郑宇 李昶宇 黄石市湖滨路小学 刘庆元 一等奖

16RLHC00502 浙江省 浙江省 小学组 吴金宸 吴卓航 后宅中学 余莉萍 一等奖

16RLHX00031 陕西省 陕西省 小学组 费斌 张博轶 临潼铁路小学 韩林 一等奖

16RLHX00004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秦睿芃 杨一尘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七中学 魏晓霞 一等奖

16RLHC00026 山西省 山西省 小学组 化嘉和 孙子昱 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庄小学校 刘志雯 一等奖

16RLHX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潘奕辰 刘宇阳 一机三小 高伟 一等奖

16RLHX00026 山西省 山西省 小学组 王溢震 翟炫熙 人民路学校 王涛 一等奖

16RLHX00017 江苏省 江苏省 小学组 缪余骏 汪子涵 扬州邗江实验学校 扬州市汶河小学 张超 一等奖

16RLHX00035 河南省 河南省 小学组 陈子燊 荆晨轩
郑州艾瑞德国际学校 中原领航实验学

校
李东显 二等奖

16RLHX00013 浙江省 浙江省 小学组 陈元昊 沈千钧 义乌市绣湖小学 张晓婷 二等奖

16RLHX00036 上海市 上海市 小学组 韩亿 姚舜 青浦区华新小学 朱轶峰 二等奖

16RLHX00002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段梦豪 杨博文 乌鲁木齐市第51中学 柳烨 二等奖

16RLHX00015 浙江省 浙江省 小学组 董绎伦 马元昊 北港小学 张伟威 二等奖

16RLHX00511 上海市 上海市 小学组 王欣怡 薛志博 上海市嘉定区清水路小学 陆坚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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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RLHX00014 浙江省 浙江省 小学组 陈乐汀 陈诺 振东小学 北港小学 张伟威 二等奖

16RLHX00405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王兆德 李昕宇 一机三小 赵文悦 二等奖

16RLHX00030 陕西省 陕西省 小学组 梁鹤严 张书玮 临潼铁路小学 临潼小寨小学 韩林 二等奖

16RLHX00016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王向原野 袁想 重庆大学城树人小学校 刘潇漪 二等奖

16RLH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李岩 郭真宇 昆都仑区青年路第二小学 高腾 二等奖

16RLHX00503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池乐莹 郭懿文 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 张贤珍 二等奖

16RLHX00505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罗宇豪 周子彬
武汉市鄱阳街小学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

学新竹路校区
陈茜 二等奖

16RLHX00023 浙江省 浙江省 小学组 吴青江 叶子铭
义乌市青口小学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义

乌小学
朱志健 二等奖

16RLHX00033 陕西省 陕西省 小学组 田博宇 姚雄译 临潼铁路小学 临潼实验小学 吴博 二等奖

16RLHX00833 湖北省 湖北省 小学组 胡逸轩 董浩翔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汪平 二等奖

16RLHX00003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刘子瑜 杨子涵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二小学 新疆农业大

学附属小学
王新欢 二等奖

16RLHX00404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赵飞云 马林川 昆都仑区青年路第二小学 吴慧芳 二等奖

16RLHX00027 山西省 山西省 小学组 王浩翔 郑尧
太原市尖草坪双语实验小学 太原市并

东小学
赵健 二等奖

16RLHX00039 上海市 上海市 小学组 陶文泽 许徐凡 青浦区庆华小学 青浦区毓秀小学 周海峰 二等奖

16RLHX00001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龚鑫奥 杨君寒 乌鲁木齐市第122小学 李庆庆 二等奖

16RLHX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张嘉楠 侯霄远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开小学 戴晓冬 二等奖

16RLHX00510 浙江省 浙江省 小学组 方涵权 何宜凝 义乌市朝阳小学 义乌市艺术学校 楼旭青 二等奖



16RLHX00516 湖北省 湖北省 小学组 刘佳乐 彭泓博 黄石市沿湖路小学 刘欢 三等奖

16RLHX00034 河南省 河南省 小学组 李中博 谢家俊
郑州市二七区人和路小学 郑州市二七

区幸福路小学
李东显 三等奖

16RLHX00513 湖北省 湖北省 小学组 贾子谊 朱力扬 黄石市龚家巷小学 徐胜华 三等奖

16RLHX00780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魏仪涵 周家东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小学四 北京市朝阳

区芳草国际
魏星 三等奖

16RLHX00504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杨浩轩 张修铨 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 张贤珍 三等奖

16RLHX00032 陕西省 陕西省 小学组 蔺玮涵 孙博文 临潼铁路小学 临潼小学 吴博 三等奖

16RLHX00029 山西省 山西省 小学组 郭烨希 原冰洋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郭嘉 三等奖

16RLHX004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刘宇轩 孟德轩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开小学 戴晓冬 三等奖

16RLHX00782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张彧浩 吴润涵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国际小学 魏星 三等奖

16RLHX00514 湖北省 湖北省 小学组 徐铭凯 黄开成 黄石市市府路小学 王伟政 三等奖

16RLHX00028 山西省 山西省 小学组 贾子骜 李悦来 太原市第四实验小学 太原市实验小学 赵健 三等奖

16RLHX00784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王官童 刘晁源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中心小学 北京市

朝阳区芳草国际
魏星 三等奖

16RLHX00781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李昀珈 金裕栋
北京市西城区西师附小 北京市朝阳区

芳草国际
魏星 三等奖

16RLHC00008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初中组 陈昊阳 盖昱皓 乌市第13中学 王军 一等奖

16RLHC00025 山西省 太原市 初中组 黄得伦 刘周育 太原市第三十八中学校 赵健 一等奖

16RLHC00006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初中组 贺智恒 李壮 乌市第19中学 赵捷 一等奖

16RLHC00016 浙江省 义乌市 初中组 成逸凡 周志凌
义乌市稠州中学丹溪校区 义乌市宾王

中学
傅剑飞 一等奖



16RLHC00518 湖北省 黄石市 初中组 殷文轩 郑皓严 黄石市第十六中学 贾晓莉 二等奖

16RLHC00520 湖北省 黄石市 初中组 陈筠杰 洪一知 黄石市第八中学 肖刚 二等奖

16RLHC00018 江苏省 盐城市 初中组 陆宇 沈珈毅 东台市实验初中 柳宏明 二等奖

16RLHC00517 湖北省 黄石市 初中组 刘春林 华奕丞 黄石市实验中学 卢维 二等奖

16RLHC00512 上海市 上海市 初中组 俞佳乐 周星同
上海市延安实验初级中学 青浦区华新

中学
朱轶峰 二等奖

16RLHC00007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初中组 高鸿宇 杨嘉梁诚 乌鲁木齐市兵团一中 侯健 二等奖

16RLHC00005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初中组 刘力玮 张正睿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七中学 李树霞 二等奖

16RLHC00027 山西省 晋城市 初中组 范一鸣 徐毓辉 晋城市爱物学校 郭嘉 二等奖

16RLHX00785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陈之彦 李和轩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国际北京市朝阳区日

坛小学四
魏星 三等奖

16RLHC00028 山西省 晋城市 初中组 陈凯钰 魏圣轩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郭嘉 三等奖

16RLHC00519 湖北省 黄石市 初中组 骆钧天 高文 黄石市第八中学 肖刚 三等奖

16RLHC00350 山西省 运城市 初中组 李卓晋 薛博丰 实验中学 王涛 三等奖

16RLHC00041 上海市 上海市 初中组 陆沈奕 韦博涵 青浦区清河湾中学 青浦区毓秀中学 周海峰 三等奖

16RLHG00020 江苏省 盐城市 高中组 李涵 周欣然 江苏省东台中学 何鹏 一等奖

16RLHG00522 湖北省 黄石市 高中组 肖俊灏 薛隽菲 黄石市第三中学 黄石市第二中学 肖松林 二等奖

16RLHG00019 江苏省 盐城市 高中组 吴雨缦 殷雯悦 江苏省东台中学 何鹏 二等奖

16RLHG00521 湖北省 黄石市 高中组 刘衎 金桦 黄石市第二中学 王景喜 二等奖



16RLHG00009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高中组 代锦轩 林晓宣
乌鲁木齐市第十中学 乌鲁木齐市十一

师建工师四中
孙杰 二等奖

16RLHG00021 江苏省 盐城市 高中组 江宇阳 唐娅雯 江苏省东台中学 何鹏 三等奖


